
按照山东大友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目
前规模，每年飞行时间300小时以上是最
佳状态，但今年以来才飞了十几个小时。

没有好的群众消费基础，没有完善的
基础设施，没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通用
航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城市救援、空中
救援就不能普遍推广，“而我们，只能处在
曙光前夕，却得不到整个天空。”山东大友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满超说。

起飞第一步：

密切关注政策变化，踩准

市场爆发临界点

2012年12月，大友集团董事长牟刚出
差途中听朋友说起中国通用航空的发展
前景，不禁动了心。

这一年数据显示，2012年
国内公务机企业飞行约2 . 7万
个小时，年增长率28%。伴随着
通用航空发展，各项资本积极
进入，最有代表性的省份是浙
江，2012年浙江通航产业累计
投资8 . 5亿元，未来2年还将计
划投资33亿元，其中95%以上
是民营资本。

大友是做汽车销售起家
的，是山东省内最早进入这个领域的厂家
之一。而2012年的中国通用航空领域，就
像十多年前大友刚开始做汽车销售时的
情形。牟刚密切关注这个领域的政策变
化，像中国推进发展低空开放、加快机场
建设等，这些都在一点点打开封闭的市场
大门，牟刚决定果断进入。

大友购买的第一架民用航空器是美
国的麦道600。“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成
立通航公司需要有两架以上的自有飞机，
于是我们又购进了贝尔407直升机。”满超
说，这两架飞机共耗资近5000万元。

2013年4月，山东大友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友通航）筹建，2015年3
月31日取得商业非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
证，成为具有民航总局批准的甲类运营资
质的通用航空企业。就在这整整一年的跨
度中，通用航空市场正走向爆发性增长的
临界点。

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人均GDP8000
美元，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
古、广东、福建等8省市(自治区)突破1万
美元。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目前经济水平
已经接近通用航空器爆发性增长的临界
点，而国内通用航空器不足两千架,直升

机不足600架。
“从目前我国城市严重堵塞的交通状

况来看，改变出行方式、增加新的通行工
具已经迫在眉睫。中国交通第四次革命的
时代已经到来，并在不远的将来风起云
涌。”一位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

起飞第二步：

打开市场突破口，从免费

救援做起

作为通用航空领域的实践者和观察
者，满超认为低空空域改革迟迟难以突
破，通航产业链相关配套措施的法制建设
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运营保障资源
不足等问题，制约着通用航空的发展。

以这次尼泊尔地震来说，济南到西藏
两千七百多公里，飞行
时间大约54小时到57小
时，直升机每3小时要落
地加油一次，在济南到
西藏这条航线上，前半
截还有几个大友可以联
系到的落地机场供其加
油，但到了四川后就很
难办到，飞机不能加油
就等于一堆废铁。“这种

应急救援我们真的想去，麦道600参加过
汶川地震，费用自己投，我们愿意做公益，
但是没有保障就没法去。”满超说。

在城市医疗救援上，大友通航也是干
看着吃不到嘴里。

有一天早晨，满超在上班路上碰到一
辆120救护车，即便前面的车有意避让，但
120跟在后面还是过不去，连等了三个红
绿灯，用时整整17分钟。

“17分钟，直升机可以从平阴飞到济
南山大二院或省立医院让病人直接进病
房。我们公司拥有甲类资质，可以做。“满超
说。但是，医疗救护想做却有很多限制，比
如进入市区航线可以和当地政府和空军协
调，但直升机能不能进小区、患者怎么到直
升机上，停车场、路上是不是也可以落，医
疗救护人员怎么配备、怎么沟通，医疗救
援资源怎么分配到通航这块，到达现场费
用怎么结算，都需要一个个协调解决。

另外，在国外有重大疾病险，也有航
空医疗险，但在中国市场没有，更没有人
有意识要买这种保险。

满超想从免费救援做起，一年一两次
总归可以吧，算是一个起点也好，希望也
好，一步步推动航空器市场的发展。

卖汽车的开起飞机

大大友友““跨跨界界””
如如何何避避免免当当““先先烈烈””

“这里的人除了开车快干

什么都慢”

“三个人管理一个大厂，好管理
吗？”记者抛出了自己的疑惑。

王书军眉头皱了一下说道：“说好
管理也好管理，说不好管理也不好管
理。”这句模棱两可的话，让人一头雾
水。

原来，在巴基斯坦，上至政府，下至
百姓都对中国人很友好，当地政府对于
来巴基斯坦投资的企业代表也格外照
顾。像王书军这样的中方代表，能获得
政府专门派驻的警察的贴身保护。王书
军居住的房子外，就有四五名警察驻
守。每次出门，都有一名警察跟随左右，
所有开销都由政府负担，王书军只需要
支付点额外保险“意思意思”即可。

巴基斯坦对中国人很友好，这对开
厂是很有利的。但是，巴基斯坦又有不
同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巴基斯坦人习
惯了自由闲散的生活，不像中国人拼命
抢时间、拼命挣钱，所以当地工人工作
效率很低。比如，目前轻骑在巴的合资
厂有近300名员工，如果在国内，这些工
人一天生产200多辆车很轻松，但是在
巴基斯坦却只能达到一半的产量。

“这里的人除了开车快，干什么都
慢。”王书军半开玩笑地说。

当然，相比而言，巴基斯坦工人的
工资也不高。一个普通的当地员工月工
资约12000卢比，合人名币750元。在国
内同样的工人工资大约在四五千元。所
以，虽然雇佣巴基斯坦工人效率比较
低，但是相比低廉的用工成本，还是很
合适的。

巴基斯坦曾为英国殖民地，沿用的
是英美法系的法律体系，包括劳动法
等，工人非常注重自己的劳动权益，这
里的政府也非常注重老百姓福利和待
遇问题。

“前段时间，我们差点闹了一次罢
工。”王书军哭笑不得地说。

轻骑原本打算取消下午10分钟的
茶歇时间，有些巴基斯坦员工听到风声
后很不高兴。一天中午休息时，几名工
人就商量着要进行罢工抗议。当时中方
三位代表赶紧召集当地各个组的负责
人进行游说，最后僵持了很久才把工人
们安抚下去，茶歇时间也保留了下来。

“每当公司盈利的时候，工人们都
会来要求分利润。”王书军说，按照当地
法律规定，只要公司盈利，员工就能分
取5%的红利。例如去年公司盈利4000
万，就要拿出200万给员工奖励。碰到产
量高了、销量好了，或者加班，员工们都
会向公司要福利，要奖金。

要做好随时应对停电的

准备

在巴基斯坦，电力匮乏成了影响经
济发展的一大绊脚石。

巴基斯坦几乎每天都要停好几次
电，每个工厂里都要自备发电机组。但
自备发电机组的电力有限，摩托车生产
又是一个对电力需求比较大的行业，因
此很多时候电力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

王书军说，想来巴铁开厂的国内企
业，要做好随时应对停电的准备。“尤其
是，从5月份到9月份这段时间，巴基斯
坦最高气温能达到摄氏四五十度，对于
从国内来的人来说，根本受不了这样的
天气。中国人就只能呆在屋里面吹空
调。这里晚上也经常停电，有时候晚上
睡着觉，电就停了，一停电就根本睡不
着觉，因为太热了。”

王书军还提醒，在巴基斯坦经商，
一定要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你看我们
只有三个中方代表，但没有一个是跑销
售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当地风土人
情不懂，谈起业务来也就很麻烦。而且
巴基斯坦国情比较复杂，跑销售经常要
深入到一些偏远的乡镇和农村地区，因
为担心安保问题，我们也不敢去。”

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国内的节
庆与中国不同。今年，几位中方代表都
在巴基斯坦过的年。过年那天，上午工
厂还正常开工，干了半天，下午就早早
收工了。王书军和另外两名同事与当地
华人进行了春节联谊活动。据了解，现
在在拉哈尔的中国人大约有40万人。大
家组成了华人联合商会，遇到节庆或者
活动时加强交流。

王书军说，要想到巴基斯坦来经
商，应当充分考察和调研，特别是要到
中国大使馆、商务处等政府部门沟通
好，另外也要向有经验的华人企业多交
流，绝不能盲目跟随，也不能道听途说。

“不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风险
才有回报。”王书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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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以汽车销
售起家的公司，两年
前突然涉足航空业，
这家企业老总为什
么拍板“跨界”？

前景虽然广阔，
市场尚未打开。既然
踩准了市场爆发临
界点，大友又如何避
免做“先烈”？

购买贝尔407

与另一架麦道6 0 0，
大友共耗资近5000万
元。

（上接B01版）

本报记者 刘相华 李娜

三笔账算清

通用航空的商用价值

据了解，航空器除了满足高端商
务人士出行需求外，在航空拍照、应
急救援、医疗救助、地质勘探等领域
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另外，随着农业规模化生产时代
的到来,大型农场购买或租赁私人飞
机用于施肥、喷药等生产将越来越
多。

目前，大友通航的经营范围包括
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私用或商用飞
行驾驶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业务；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科学实验、空中
巡查；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
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
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航空护林、空
中拍照等，但目前开展的主要业务还
是以防止病虫害、森林巡查为主。

在山东省，每年都会用直升机来
喷洒农药防止白蛾；东北森林巡查等
等这些领域，大友通航还有市场。
2014年 ,大友通航两架直升飞机实现
销售收入近千万元。

第一笔账：飞机维护费

一架飞机每年维护费用是其售
价10%。这笔费用放在单个个体上比
较高，因此通用航空的商用价值就凸
显出来。

第二笔账：飞行成本

1小时2万元。
最简单、最基本的飞机机组要有

一个商照飞行员，但是后续仍需要很
多来保障它的正常运作，比如航空航
线的申请，后期油料的保障，这都需
要专业的人和专业的设备保障。一个
机组大约配到一台油车、一台设备
车，航务指控、运控、后勤，四个部门
大约6个人。这几个人员成本，1个小
时一个机组成本占了总成本的一半。
整体成本都算上，资金成本、飞机折
旧成本、航材成本还有维护成本，合
在2万以上了。

“如果一年飞到1000小时，成本
就非常低，但是目前我们的飞机每年
才飞100多个小时。”满超说。

第三笔账：人工成本

4月28日，大友的飞机去滕州实
行了一次3000亩麦田喷洒农药作业。

麦道600和贝尔407这两种机型都可
以载药七八百公斤。像两万亩麦田对于
直升机来说，不到一上午的时间就可以
喷洒完成。而在同一天对两万亩麦田统
一施药，遏制虫害药效最佳。

再举个例子，微山县的麦田共有
3000亩，二十几个人打药要弄大半个
月，雇一个劳动力一天不低于150元，计
算下来一天总体成本差不多，但是人
工打药存在时间差问题，药效不明显。

在市场尚未打开时，企业是无钱可
赚。大友通航遇到的这些问题，正是目
前整个中国通航产业遭遇的瓶颈。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曲景文认为，国内通航运营没有形成
有效的商业模式，通航产业从制造、运
营到服务各环节，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群
众消费的基础，在产业链整体环节中还
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发展模式。通航市场
需求没有被激活，产业链活力没有绽
放，行业发展没有成功模式的引导，导

致通航处于徘徊不前的现状。
2015年是大友通航运营的第一年，

满超的规划是：
第一，优化机队，降低运营成本；第

二，把多元化的业务搞活，努力与金融
这块有机结合；第三，把城市救援、高速
公路救援、城市消防、森林救援、医疗救
援等能够在当地开展的业务开展起来，
多元化发展；第四，呼吁国家出台或者
完善一些适合通用航空发展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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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汽车、飞机和金融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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